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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戏剧导演，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田沁鑫无疑

是擅于用经典与青年对话的一位。

“对于什么是经典， 今天年轻的 90

后、00 后们有着独特的理解， 交给

我们的使命， 就是用创新的艺术手

法， 在他们与经典之间架起沟通的

桥梁。”日前，田沁鑫在会议间隙，接

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专访。

去年， 她带领中国国家话剧院

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的大型文

化节目《故事里的中国》成为综艺节

目中的“黑马”。 《永不消逝的电波》

《平凡的世界》《林海雪原》《烈火中

永生》 等 13 个现实主义中国故事，

通过“戏剧+电视”的创新手法迅速

“出圈”， 为互联网与荧屏注入了向

上向善的力量。 节目融戏剧演绎与

历史讲述于一体， 并首次在舞台上

搭建了多空间的表演平台， 带领观

众沉浸式地走进历史的生动记忆，

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如何用创

新的手法阐释中国精神和中国价

值？ 田沁鑫始终在思考主旋律故事

的时代化问题。 今年她的提案是舞

台探索的延续———“将中国经典故

事影像化，建造起新中国的‘影像艺

术博物馆’”。田沁鑫建议，对中国故

事进行系统化的梳理和传播， 挖掘

新时代的魅力， 并以 《故事里的中

国 》为样本 ，打造 “100 部中国经典

故事”。 通过多部门合作联动，借助

新媒体平台， 将这些优质内容推向

青年受众。 “传承中国故事，要入脑

入心，要润物无声。 ”她说。

文艺工作者遇到了最好的时

代， 同时更加感受到肩上的重担和

责任。深受“四个坚持”鼓舞的她，用

实干的行动践行总书记的嘱托。 经

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 浓缩呈现全

国扶贫战线面貌的民族歌舞剧《扶贫路上》已经完成了剧

本和选角工作，即将投入排练。 谈起这部作品的诞生，田

沁鑫说，这是一次触动灵魂的“精神之旅”。

民族歌舞剧《扶贫路上》以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坭村

第一书记、年轻干部黄文秀为创作原型。为了更好地捕捉

扶贫路上的动人身影， 讲好脱贫攻坚一线艰苦和温暖的

感人故事，身为总编剧、总导演的田沁鑫带领主创团队几

下百色采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一次次被脱贫战线上

的故事打动。 原本去年中旬《扶贫路上》定稿剧本就已经

创作完成。 然而，就在 6 月 17 日凌晨，时年 30 岁的黄文

秀遭遇山洪不幸遇难。噩耗传来，田沁鑫带领部分主创成

员第一时间奔赴广西凌云县， 前往黄文秀书记的遇难地

点实地考察采风，不顾雷阵雨和可能发生的山洪灾害，走

在黄文秀的“扶贫路上”。

“这样的党员干部值得讴歌、值得抒写。 我们的戏剧

舞台需要这样的正能量。”田沁鑫说，心中有人民，笔下才

能出精品。 用文艺创作来记录这一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

脱贫攻坚战，书写新时代感天动地的世界奇迹，是历史赋

予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和时代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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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最后之舞》完结
迈克尔·乔丹含泪谈往事

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是有代价的。聚焦“飞

人乔丹”长达 10 集的新纪录片《最后之舞》近日播完，褪去光

环后更真实的、不完美的乔丹形象引起热议。

迈克尔·乔丹曾带领芝加哥公牛队六夺 NBA 总冠军，自

己当选六次 NBA 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能力超群、竞争意识

极强，但也对队友毫不留情。片中不少镜头拍到乔丹在训练过

程中不停地咒骂和批评队友，未进行消音处理，一些言辞极为

刺耳。 距他最后一次夺得 NBA 总冠军已过去 22 年，57 岁的

迈克尔·乔丹仍“和当年怀着同样的愤怒、同样的怨恨和同样

的不屑”，前公牛队员威尔·珀杜评价。

威尔·珀杜透露曾在训练中被乔丹饱以老拳，这样的冲突

在队内“非常常见”，他不是唯一被打的人。 “他的队友都很怕

他，对他的恐惧非常根深蒂固。 ”前公牛后卫贾德·布希勒说。

“我的想法是不惜一切代价赢球。 ”乔丹说，“如果你不想

被这样严厉挑剔，你就不要和我并肩作战。 ”和曾经意气风发

的球场形象相比，片中 57 岁的乔丹已感受到孤独。“这就是我

的游戏规则。”乔丹将对队友的严厉视为继承自父亲詹姆斯的

关爱方式。 在父亲詹姆斯 1993 年死于谋杀之前，他一直是乔

丹最亲密的盟友。正是因为父亲的影响，乔丹走上了职业体育

道路。乔丹在纪录片中感伤地回忆，父亲生前和他最后一次谈

话，还在讨论棒球。

纪录片采访了近 100 位和公牛队有接触的亲历者。 大多

数公牛前队员承认，乔丹“迫使”他们努力是正确的，乔丹作为

榜样，其言行、韧性和勇气造就了集体的辉煌。但与此同时，他

的暴戾也给团队带来紧张气氛。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一些人

的心理伤害，也因此错失了很多友谊。

有前队友骂他“是个混蛋”，而当乔丹被问到会不会因此

伤心时，眼中已然含泪，要求拍摄暂停片刻。“如果你问我所有

的队友，他们都会告诉你，迈克尔·乔丹从来没有要求我，做他

做不到的事情。”乔丹最终表示无悔成为队中“暴君”，用“严厉

的爱”帮队友克服自己的弱点。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赢得比赛，

“而我希望，他们也能成为胜者的一部分”。

全国政

协委员 、中

国国家话剧

院副院长 、

戏剧导演田

沁鑫。

（资料照片）

▲全新综艺《舞者》

诠释了2020年春天里最

具力量的一群人———医

护人员的姿态。

荩2020 年央视春

晚情景朗诵节目 《爱是

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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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行进中的中国”，
综艺也可成苍劲有力的集体记忆

吕逸涛委员建议，电视节目不妨将更多笔墨留给大时代的温暖与力量、底气与信心

从疫情暴发到后疫情时代， 除了舒压解

闷，综艺节目还能做些什么？

上周末， 东方卫视和慈文传媒联合出品

的《舞者》一度引发网络热议。主话题 # 舞者 #

讨论量 309.8 万，阅读量更高达 3.6 亿。 时间

再往前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元宵特别节

目不仅在国内获得了 6.5%的总收视率，更在

境外网民中获得了占比超 92%的正面评价。

拆解两档节目的“流量密码”，与时代声

音相连、与人民心意相通，恐怕是共同答案。

《舞者》被讨论最高的热度是“抗疫舞蹈致敬

医护人员”环节，总台元宵特别节目中刷屏的

则是“你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样子”等战“疫”

金句。 疫情发生以来，无论总台在各个时间节

点推出的特别节目， 抑或各地方卫视在节目

里加入的疫情防控特殊设计， 电视综艺在这

场全民战“疫”中并未缺席。

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导演

吕逸涛对此深有感触，“相比起新闻战线，文

艺战线看似要偏‘静’一些，但在文艺创作中，

紧跟时代脉搏的基调却是相同的。 尤其当重

大公共事件发生，安人心、暖人心才是保证大

局稳、人心稳的重要举措。 ”他建议，文艺创作

要“加大新闻性与艺术性的充分融合”，电视

节目不妨将更多笔墨留给大时代的温暖与力

量、底气与信心。

融入“行进中的中国”，综艺节目也可成

苍劲有力的集体记忆。

综艺叠加时态， 荧屏内外
有了“时刻在一起”的情绪联动

多元舞种、战队竞争、“舞”与“者”的故事

相融，凡此种种，都是全新综艺《舞者》的鲜明

特色。 而当华东医院舞蹈队登台，这档综艺有

了“时态”、属于 2020 年的特殊时态。

这支舞队悉数来自华东医院， 他们的日

常工作岗位在眼科、放射科、药剂科、手术室、

呼吸监护室、血透室、心脏监护室……没有一

位专业舞者，甚至未必有充足的练习时间，可

这支舞队却对《舞者》的节目名做出了颇合时

宜的诠释———“者”也，人也。 他们留下的却是

2020 年春天里最具力量的人的姿态。

流动的队形变化，是白衣战士逆风而行、

奔跑上阵；高高举起的手臂，是中国医生不惧

未知、誓破楼兰的宣言。 节目领队之一金星评

价， 这段舞蹈为舞台提供了一个标准，“肢体

动作可以通过训练提高， 但你们眼神中表达

的坚定是极其准确的：你们用舞蹈告诉我们，

战胜疫情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件事； 用最

佳的态度告诉大家，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 ”

舞段最后，舞者们集体摘下口罩，许多人

在那瞬间热了眼眶———大家都曾记得抗疫前

线那一双双美丽的眼睛，大家也都怀抱“见见

口罩后动人脸庞”的美好心愿。 让新闻中的全

民心愿演变为综艺节目的“点题之魂”，综艺

叠加时态，荧屏内外升腾出“时刻在一起”的

情绪联动。

再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疫情暴发以来

走过的每一步。 春节、元宵、清明、“五四”青年

节、“5·12”护士节等时间节点，总台的文艺节

目“时态”分明。 《爱是桥梁》情景朗诵、元宵节

特别节目、《战“疫”正清明》《战“疫”故事》专

题片等节目，都以“用情而不煽情、感性而不

感伤”的语态，抚慰人心同时引导舆论、服务

大局。

时态感在专题系列节目《战“疫”故事》尤

为突出。 清明那天，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

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通过镜头悼念逝者、缅

怀英雄；正式解除离汉通道管控当日，节目展

开以“归来”为主题的城市复苏生活画卷，见

证武汉历史性的一天。 而为武汉送大葱的村

支书朱德林、 误入武汉成为志愿者的大连男

孩蒋文强、 骑行 300 公里回汉上班的逆行护

士甘如意、 陪病床上的老人看夕阳的医生刘

凯等，都是一档文艺专题节目中具有“时态意

义”的人物，也都是能凝练全景叙事的细琐片

段、能升华为集体抒怀的个体感知。

传递中国的声音，文艺可
能是最为“轻盈”的使者

疫情发生后，中国做了什么，这是外界颇

为关注的话题。 作为新闻战线的补充之一，电

视综艺节目用文艺的方式告诉世界， 中国抗

疫为什么行。

虽然间隔 4 个月，许多人依旧清晰记得，

2020 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是特殊的。 面对突如

其来的疫情，总台临时调整，插入了一段朗诵

《爱是桥梁》。 那是春晚 30 多年历史上准备时

间最短、也是唯一没有经过彩排的节目，但一

经播出，《爱是桥梁》就登上了话题热搜榜，人

民日报、 新华社等超过百家媒体在新媒体端

对节目进行转载。 路透社、美联社、德新社等

众多西方媒体也作了报道和评论， 晚会在全

球近 600 家媒体平台上传播。

紧接着的 《2020 年元宵节特别节目 》，

晚会现场没有观众 ， 共鸣却从天涯海角涌

来。 情景报告 《相信》 《你的样子》 《中国

阻击战》 等， 向奋战在抗击疫情前线的医务

工作者以及身在武汉的普通老百姓们， 传递

了全中国人民抗击疫情、 众志成城的坚定信

心与决心。 那晚， 全球观众都看见———打不

垮的中国人是节目恒定的主角， 从耄耋之年

仍不悔上火线的钟南山院士， 到身患渐冻症

仍与时间竞跑的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 再

到许多平平无奇人群里闪着光的灵魂 ，

“‘人’ 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 中国的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紧紧依靠的就是人民。

也是那晚， 境外网民对特别节目给出占比超

过 92%的正面评价。

在吕逸涛看来，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

文艺可以是最为 “轻盈” 的使者。 他以总台

的 《国家宝藏》 为例， 去年10月， 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出品， 央视纪录

国际传媒以国际合拍、 合作的方式与BBC世

界新闻频道、 英国野马制作公司制作的海外

版姐妹节目 《中国的宝藏 》，在BBC世界新闻

频道面向全球首播，为BBC全球20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4.65亿户家庭呈现中国顶级文物的

故事 ， 超过30家国际媒体对节目进行了报

道。 在那档节目里， 观众不仅能领略数千年

不曾断流的中华文明， 还能跟随英国著名节

目主持人阿拉斯泰尔·苏克， 走近今天的中

国与今天各行各业的中国人。

吕逸涛说， 电视文艺的使命就是要讲好

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人民故事。 “身处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

切要向世界讲好一个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

国。 ”每一档饱蘸情怀的文艺节目不纯粹是节

目，而是可以成为苍劲有力的集体见证，融入

不容忘却的时代记忆。

与东艺“久别重逢”，
台上台下难掩欣喜与激动

本报讯 （记者姜方） 距离上一次演出

121天后，近日，东方艺术中心再启大幕，举

行“浪奔浪涌·艺路向东”公益演出。台上台

下，近300位观众和30多位艺术家难掩重逢

喜悦，在东艺歌剧厅共享久违的现场之美。

东艺举行的上一次演出是在今年 1 月

20 日，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带来金承志第

一部合唱套曲《泽雅集》和最新创作的《星

河旅馆》等作品。时隔 4 个月后，为东艺“破

冰”演出打头阵的是另一支“彩虹”———上

海彩虹室内乐团献上一曲由他们创编的

《贝多芬交响曲》。

这首《贝多芬交响曲》长达七分钟，浓

缩贝多芬笔下的多个经典乐章并为其注入

故事情节， 表达了青年音乐人对疫情的思

考和回归舞台的渴望。 上海彩虹室内乐团

指挥薛源坦言， 乐手们在疫情期间最关心

的是何时能复工并重登舞台 ，“作为演奏

者，我们格外想念现场独有的音乐温度”。

在东艺剧场主舞台， 从上海歌舞团的

“爆款”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选段，到“昆

曲王子”张军带来的昆曲新编《水磨新调·

新懒画眉》，再到唐汉霄、余超颖、翟李朔天

等流行歌手的热情演唱， 艺术家们用表演

致敬祖国和勇敢战斗的医护工作者， 以及

所有热爱生命的平凡人。

在主舞台演出尾声， 歌唱家黄英和平

安携手唱响《我爱你中国》，以饱满状态和

深情歌喉向观众传递赤子之心。 黄英从美

归国后演艺生涯中的不少“高光”时刻———

从“莺歌燕语”到“镜花水月”独唱专场音乐

会，都留在了东艺舞台。“在现场，艺术家能

真正体会到活着的感觉， 观众也能获得最

直接的审美体验！ ”重回剧场演出，让黄英

感到既亲切又振奋。

此外，钢琴家李云迪、表演艺术家濮存

昕和倪大红 、 小提琴家吕思清与儿子

Alex、钢琴家郎朗（以出场顺序排列）等通

过“云端”与观众见面。 文汇 App 等多个平

台对这场演出进行了同步直播。上海歌舞团演绎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片段 “渔光曲”。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